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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
IX/1.

第十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和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第二十五届会议
会议，
注意到在国家和国际两级地名标准化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和进展，
又注意到本届会议和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第二十四届会议发挥的关键作用，
认识到必须继续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支助下开展此项重要工作，

IX/2.

1.

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 2012 年举行第十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

2.

又建议理事会在 2009 年上半年举行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第二十五届会议。

在非洲大陆组办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第二十五届会议
会议，
注意到迄今为止，联合国地名专家组历届会议都是在欧洲或北美洲举行，
又注意到大多数非洲国家在地名标准化领域进展甚微，
认识到非洲大多数国家在出席专家组在欧洲和北美洲举行的届会方面面临
困难，
确认地名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尤然，
回顾 2007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4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发展信息委员
会第五届会议通过的关于在非洲组办专家组届会的决议，
建议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与非洲经济委员会合作，在能得到必要支助设施（包
括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口译）的情况下，在联合国一工作地点举行该工作组第二
十五届会议。

IX/3.

设立葡萄牙语分部
会议，
考虑到从地名学和文化角度而言，葡萄牙语国家都面临一系列共同问题；对
这些国家而言，有机会参加一个共同的分部，可能会便利它们参加联合国地名专
家组的工作，
注意到专家组第二十四届会议同意设立葡萄牙语地区分部，
建议正式承认葡萄牙语分部为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的语文/地理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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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4.

地名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会议，
特别回顾其 II/27、II/36、V/22、VII/5、VIII/1 和 VIII/9 号决议，
考虑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2003 年 10 月 17 日通过的《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公约》，
认为地名完全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注意到某些地名的使用面临各种威胁，而这些地名又带有身份和连续性的色
彩，
1.

鼓励负责地名的正式机关：

(a) 根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使用标准，清点整理地名；
(b) 建议《公约》所设委员会承认这些地名；
(c) 根据《公约》第 2 条第 3 款和第 18 条，制定保护和弘扬此遗产的方案；
(d) 着手付诸实施；
2.

吁请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积极回应缔约国提出的有关这些措施

的支助要求。

IX/5.

提倡记录和使用土著地名、少数民族地名和区域语系地名
会议，
认识到第八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的 VIII/1 号决议所定任务已经完
成，发布了关于各国提倡记录和使用土著地名和少数民族地名方面的活动的总结
报告第一稿，
指出提倡记录和使用此类地名大为有助于承认、保留和振兴土著、少数民族
和区域语系的遗产，
建议：
(a) 继续维持和更新 2007 年发布的该报告第一稿；
(b) 为收集土著地名、少数民族地名和区域语系地名编制一套指导方针；
(c) 利用不同国家的种种经验，收集提倡记录和使用土著地名、少数民族地
名和区域语系地名的一系列模式（尤其是在立法、政策和研究程序方面）；
(d) 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与从事土著地名、少数民族地名和区域语系地名的其
他国家级和国际级的团体及学术机构展开对话，促进地名标准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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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6.

联合国地名专家组地名数据库
会议，
回顾联合国地名专家组 2004 年 4 月 20 日至 29 日在纽约举行的第二十二届
会议建议编制国名和主要城市名称的权威数据库，
考虑到专家组秘书处在联合国统计司内不断努力，以多语种、多文字和提供
地理信息的格式，设立包括世界国名和主要城市名称的数据库，
认识到，具备基本的国家行政区划框架数据集，如联合国地理信息工作组（地
理信息工作组）二级行政区划数据集项目所提供的数据集，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
析管理十分关键，
建议联合国统计司在底图方面争取联合国制图科的支助，在行政区划数据集
方面争取二级行政区划数据集项目的支助，与联合国地名专家组和会员国协作，
进一步制作、充实和维持联合国地名专家组地名数据库；该数据库在初期先载列
国名、首都和主要城市名称。

IX/7.

传播有关地名来源和含义的信息
会议，
回顾第一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的 I/4 号决议建议 B，其中载有研究
地名的书面和口语形式及其含义的指导方针，
又回顾第七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的 VII／9 号决议，其中认识到因
特网在促进和落实会议各项目标和决议方面的潜力，建议各国设立网站以宣传标
准化地名，
注意到第八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的 VIII／9 号决议呼吁进一步认识
地名在地方、区域和国家各级的遗产和身份方面的重要意义，
认识到地名含义乃是遗产信息的宝贵内容，它有可能丰富身份方面的感情，
同时促进人们认识人类命名活动的普遍性，
建议，凡在可能的情况下，印刷版或网络版国家地名录和数据库应载列来自
民间和（或）学术界的关于地名来源和含义的信息以及相关的技术信息。

IX/8.

提案国实施罗马化系统
会议，
回顾第四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的 IV／15 号决议要求罗马化系统的
审议工作必须以提案国在其自身的国家制图产品中实施此类系统为条件，
重申该决议确定的一般原则，即：供国际使用的系统采用后不应加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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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认识到，在国际上采用罗马化系统之后，提案国可能出于确定采用时未曾
预见的原因，在国家一级实施该系统面临困难，
建议使联合国地名专家组能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十年，复审国际上采用、但提
案国尚未正式实施的罗马化系统或在 10 年后提案国不再实施的此种系统的现实
意义。

IX/9.

希伯莱文的罗马化
会议，
考虑到 1977 年第三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的 III/13 号决议建议希伯
莱文地名采用罗马化系统，
意识到过去五十年来，以色列境内希伯莱文的读音有所变化，这部分是由以
色列人口组成发生变化而致,
考虑到主管希伯莱文转写规则等事务的国家官方机构，即希伯莱语学院，最
近决定对地图和道路标志中希伯莱文地名的罗马化作出某些改动，以色列政府已
予批准并开始在以色列实施这些改动，
建议对以前所核准的希伯莱文罗马化系统作出某些有限修改，具体如下：
4

(a) 作为辅音的字母—— 用罗马字母V，v，而非W，w表示；
(b) 辅音字母——用罗马字母 Ts，ts 而非 Z，z 表示；
(c) 辅音字母——用罗马字母 K，k 而非 Q，q 表示；
(d) ——和——两字母均用——表示，仅在（并总是在）单词中间时才标注，
而在过去，——在词首和词尾都是要标出来的；
(e) shva-na（以前用罗马字母 sheva-na’表示）只有在实际发音时才用 e
表示。例如：——> Bne-Brak（以前作 Bene-Beraq），但——> Ge’ulim。

IX/10.

支助培训和出版物
会议，
回顾第八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的关于此专题的 VIII/15 号决议，
注意到联合国统计司为地名标准化培训班提供的支助，
强调此类培训作为国家空间数据基础设施的重要内容和保护文化遗产之手
段的重要性，尤其是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参加培训者而言，

__________________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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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联合国所有正式语文文件的电子版和印刷版本都很重要，
建议联合国统计司：
(a) 继续为参与地名培训班提供资助；
(b) 进一步完善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网站，使之成为有效的查询和沟通工具，
包括上载以前会议文件的所有正式语文文本；
(c) 在其出版物方案中，列入：

IX/11.

㈠

载有 2002 年以来对专家组《地名标准化术语汇编》所作增订的增编页；

㈡

新闻资料袋，以协助各国促进地名标准化和专家组工作。

致谢
会议，
1.

衷心感谢联合国为第九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做出出色安排，并提供

卓越服务；
2.

尤其感谢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精心组织安排会议事

务和有关技术展览；
3.

感谢会议主席和各技术委员会主席有效主持会议；

4.

赞赏会议和各技术委员会的主席团成员以及联合国统计司的官员和工

作人员尽心尽力工作，大大便利了会议业务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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